
高雄市 96 年度推動國民中學鄉土語言(原住民語)計畫 

【高雄市原住民語資源中心：前鎮國中】 
壹、依據 

中華民國 95 年 1 月 11 日臺國字第 0940182204C 號令修正「教育部補助直轄

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要點」。 

貳、推動重點 
一、教學多元化 

開設選修課程：「鄉土舞蹈歌謠」，傳承原住民富含生命儀禮的歌舞

文化，展現新原鄉特色；「阿美族語」、「排灣族語」：傳承原住民

族語。 

二、自編新教材 

結合原住民在地化特色，將高雄市生活經驗融入族語教材，編輯阿美

族語讀本第一冊、阿美族語讀本第二冊「從原鄉到高雄」、課文朗讀

CD。 

三、「原動力」－原住民活動 

原住民青少年小領袖營、「原音重現」原住民歌謠比賽、原住民族語

朗讀比賽、校慶「原來這樣」闖關活動以及鄉土教育成果展嘉年華會，

使原住民孩子深化部落，更多非原住民孩子認識原住民文化。 

四、「原物」－原住民文物展示 

蒐集部落文化與文物資訊，展示原住民族文物：達悟族拼板舟、泰雅

族織布機、排灣族琉璃珠及陶甕、鄒族皮帽、阿美族捕魚器以及各族

服飾等，展現原住民多樣物質文化特色，充分支援鄉土教學。 

五、「原樣原 Young」－原住民互動式網站 

原住民教學資源網內容：原民概說、族語學習區、原樣遊戲區、活動

影片集、活動相簿集、原樣文櫃集、原民電子書、新聞區、討論區，

以及連結原住民資源網站，擴充教學資源及豐富學習。 

叁、實施策略 

一、規劃多元文化的鄉土語言課程 

二、編輯地區性的本土語言教材 

三、設置互動式鄉土語言教學網站 

四、進行鄉土文化探尋與體驗 

五、辦理鄉土藝文創作及競賽活動 

六、辦展現鄉土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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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編列 

工作項目 實施要點 
經費 

預算 

一、開設原住民族語

教學課程 

除 95 年已開課之前鎮、興仁、小港、

中山國中外，96 年增加北區楠梓國

中、翠屏中小學兩校。 

6 萬元 

二、辦理原住民「族

語認證班」 

預計開辦阿美族 2 班、排灣族、

魯凱族各 1 班，共 4 個班次，協

助 120 位學生取得相關考試認

證合格。 

8 萬元 

三、錄製原住民族有

聲教學影帶 

本市學生族群以阿美族、排灣族、

魯凱族為主，96 年先製作 3 族的影

帶提供教師教學參考，內容含： 

1.音標教學示範。 

2.歌謠教唱示範。 

9 萬元 

四、更新原住民族互

動式網站 

本年度延續 95 年度計畫內容，主要

分為四大主題更新： 

1.原住民族資料數位化 

2.互動式資料展示 

3.常用族語學習 

4.原住民常識測驗 

4 萬元 

五、辦理國中原住民

學生「青少年小

領袖」研習營 

參訪原住民的部落，體驗原住民先

民刻苦耐勞，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

生活模式與傳統精神。 

10 萬元 

六、國中原住民學生

「天籟再現」歌

謠比賽 

分原住民籍及非原住民籍學生兩

組，讓不同族群學生從活動過程中

體會並欣賞原住民語言及文化之

美。 

4 萬元 

七、國中學生「原住

民族語說故事」 

1.競賽分為原住民籍及非原住民籍

學生。 

2.阿美族為本地之最大族，本次競

賽使用語言以阿美族語為主，97

年改採他族語系競賽。 

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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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設置各類創作資

源教室 

為協助學校教學資源整合及保存，

同時提供良善的教學場地，96 年度

由小港、民族、前鎮、鹽埕、正興

等 5所學校設置創作資源教室。 

10 萬元 

九、編印國中推動原

住民族語及教

學成果彙編 

1.分享推動族語教學成果，作為各

校教學參考及下年度改進依據。

2.含手冊印刷及光碟製作並上傳網

站。 

2.5 萬元 

伍、實施進度 

工作項目 實施要點 
實施 

進度 

一、開設原住民族

語教學課程 

除 95 年已開課之前鎮、興仁、小

港、中山國中外，96 年增加北區

楠梓國中、翠屏中小學兩校。 

96 年度 

二、辦理原住民「族

語認證班」 

預計開辦阿美族 2 班、排灣族、魯

凱族各 1 班，共 4 個班次，協助

120 位學生取得相關考試認證合

格。 

96年 1月 29日

-2 月 9 日 

三、錄製原住民族

有聲教學影帶 

本市學生族群以阿美族、排灣族、魯

凱族為主，96 年先製作 3 族的影帶提

供教師教學參考，內容含： 

1.音標教學示範。 

2.歌謠教唱示範。 

96 年度 

四、更新原住民族

互動式網站 

本年度延續 95 年度計畫內容，主要分

為四大主題更新： 

1.原住民族資料數位化 

2.互動式資料展示 

3.常用族語學習 

4.原住民常識測驗 

96 年度 

五、辦理國中原住

民學生「青少

年小領袖」研

習營 

參訪原住民的部落，體驗原住民先民

刻苦耐勞，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生活

模式與傳統精神。 

96年6月29-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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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國中原住民學

生「天籟再現」

歌謠比賽 

分原住民籍及非原住民籍學生兩組，

讓不同族群學生從活動過程中體會並

欣賞原住民語言及文化之美。 

96年 12月 14日 

七、國中學生「原

住民族語說故

事」 

1.競賽分為原住民籍及非原住民籍學

生。 

2.阿美族為本地之最大族，本次競賽

使用語言以阿美族語為主，97 年改

採他族語系競賽。 

96年 10月 25日 

八、設置各類創作

資源教室 

為協助學校教學資源整合及保存，同

時提供良善的教學場地，96 年度由小

港、民族、前鎮、鹽埕、正興等 5 所

學校設置創作資源教室。 

96 年度 

九、編印國中推動

原住民族語及

教學成果彙編 

1.分享推動族語教學成果，作為各校

教學參考及下年度改進依據。 

2.含手冊印刷及光碟製作並上傳網

站。 

96 年 12 月 

陸、預期效益 

一、以多元文化教學之理念，尊重各族群語文，奠定整體社會發展和諧。 

二、選擇原住民重要語文知識觀念，搭配其他族語文，共構本國語課程 

三、提昇原住民族學生對原鄉文化之認同及族群自尊。 

四、有效保存原住民語言，延續族群文化。 

五、運用資訊技術推廣原住民族文化，提高網站品質與應用性。 

六、透過互動式的展現，提高師生及民眾對原住民族的進ㄧ步體驗。 

七、保存原住民族歌舞風華及傳承教學。 

八、啟發原住民學生對族群文化的認同感。 

九、透過原住民族語及教學成果製作，推廣原住民族文化相關活動。 

柒、96 年度推動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總計畫 

實施策略 項次 工作項目 
實施 

進度 

經費 

(萬元) 

1 開設原住民族語教學課程 96年度 6 規劃多元文化

的鄉土語言課

程 
2 辦理原住民「族語認證班」 

96年1月29

日-2月9日 
8 

編輯地區性的 3 錄製原住民族有聲教學影帶 96年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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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略 項次 工作項目 
實施 

進度 

經費 

(萬元) 

本土語言教材 

置互動式鄉土

語言教學網站 
4 更新原住民族互動式網站 96年度 4 

進行鄉土文化

探尋與體驗 
5 

辦理國中原住民學生「青少年

小領袖」研習營 

96 年6 月 

29-30 日 
10 

6 
國中原住民學生「天籟再現」

歌謠比賽 

96 年 

12月6日 
4 辦理鄉土藝文

創作及競賽活

動 7 
國中學生「原住民族語說故

事」 

96 年 

10月25日 
4 

設置鄉土教育

創作資源教室 
8 設置各類創作資源教室 96年度 10 

展現鄉土教育

成果 
9 

編印國中推動原住民族語及

教學成果彙編 

 

96 年 

12 月 
2.5 

 

合計 

 

   57.5 

 

捌、中心人員配置 

職稱 姓名 

校長 賴榮飛 

教務主任 王俊哲 

教學組長 王義雄 

設備組長 郭為正 

資訊執祕 陳雅華 

副組長 廖志文 

副組長 黃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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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活動名稱：原住民族語說故事比賽 

二、活動日期：96 年 11 月 2 日 

三、活動時數：下午 1：30～5：00 

四、參加對象及人次： 

一、高雄市各公私立國民中學原住民籍學生。 

二、高雄市各公私立國民中學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之非原住民籍學生。 

五、活動地點： 

前鎮國中會議室 

六、比賽項目： 

一、每名參賽者請使用原住民族語演說，比賽時可以攜帶演說稿。 

二、說故事主題：1.我的部落  2.原民文化之美  3.我的原住民朋友。 

三、每名參賽者比賽時間 4～5分鐘。不足 4分鐘或超過 5分鐘者，每 30

秒扣總分 1分，不足 30 秒以 30 秒計。 

七、比賽組別： 

一、阿美族族語組：高雄市原住民阿美族籍之國中學生及一般學生。  

二、其他族族語組：高雄市原住民非阿美族籍之國中學生及一般學生。 

八、活動行程： 

項次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1 13：20-13：30 報到 前鎮國中團隊 

2 13：30-13：50 始業式 
教育局長官 

賴校長榮飛 

3 14：00-15：30 原住民族語說故事比賽 評審教師 

4 15：30-15：50 評審講評 評審教師 

5 16：00-16：30 頒獎 
教育局長官 

賴校長榮飛 

6 16：30-17：00 賦歸  

九、經費及來源： 

共計新台幣 4萬元整，申請教育部專案補助。 

十、活動成效： 

(一)透過原住民族語、國語體驗運用，保存各族群語言。 

(二)藉由朗讀各族群語言，傳承傳統文化。 

(三)培養國民中學學生對各族群語言之學習，提升多元文化尊重情懷。 

(四)多元語言互動並存，發展學生多元智慧及鄉土語言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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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回饋： 

一、專題報告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不 

滿意 

非常 

不滿意

1、對比賽辦法之滿意程度 29％ 41％ 30％ 0％ 0％ 

2、對朗讀稿內容之滿意程度 35％ 36％ 29％ 0％ 0％ 

3、對評分方式之滿意程度 40％ 34％ 26％ 0％ 0％ 

 

二、活動整體安排方面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不 

滿意 

非常 

不滿意

1、活動時間的安排 40％ 40％ 20％ 0％ 0％ 

2、活動場地（地點）之安排 48％ 36％ 16％ 0％ 0％ 

3、工作人員的服務及態度 44％ 44％ 12％ 0％ 0％ 

4、活動整體安排 40％ 44％ 1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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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活動名稱：天籟再現—原住民歌謠比賽 

二、活動日期：96 年 12 月 14 日 

三、活動時數：下午 1：30～5：00 

四、參加對象及人次： 

一、高雄市各公私立國民中學原住民籍學生。 

二、高雄市各公私立國民中學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之非原住民籍學生。 

五、活動地點：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一樓禮堂 

六、比賽項目： 

一、參賽者使用一種原住民族語言（經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定之原住

民族語言），演唱原住民族歌謠。 

二、參賽者可演唱原住民流行歌曲或傳統歌謠，歌曲自選。 

七、比賽組別： 

一、個人組：高雄市原住民籍、非原住民籍國中學生（可含伴奏）。  

二、團體組：高雄市原住民籍、非原住民籍國中學生 2-5 人（可含伴奏）。 

八、活動行程： 

項次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1 13：20-13：30 報到 前鎮國中團隊 

2 13：30-13：50 始業式 
教育局長官 

賴校長榮飛 

3 14：00-15：30 「天籟再現」歌謠比賽 評審教師 

4 15：30-15：50 評審講評 評審教師 

5 16：00-16：30 頒獎 
教育局長官 

賴校長榮飛 

6 16：30-17：00 賦歸  

九、經費及來源： 

共計新台幣 4萬元整，申請教育部專案補助。 

十、成效與心得： 

(一)提升原住民學生音樂之素養與學習原住民傳統歌謠及母語之興趣。 

(二)透過原住民族語歌謠比賽活動，提升學生原住民族語言之體驗與運用。 

(三)藉由原住民族語歌謠傳唱，傳承傳統文化。 

(四)培養國民中學學生對原住民族語言及音樂的興趣，提升族群多元尊重。 

 (三)活動回饋： 

1.活動滿意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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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題報告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不 

滿意 

非常 

不滿意

1、對比賽辦法之滿意程度 31％ 39％ 30％ 0％ 0％ 

2、對活動流程之滿意程度 39％ 33％ 28％ 0％ 0％ 

3、對評分方式之滿意程度 42％ 31％ 22％ 5％ 0％ 

 

二、活動整體安排方面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不 

滿意 

非常 

不滿意

1、活動時間的安排 44％ 31％ 25％ 0％ 0％ 

2、活動場地（地點）之安排 47％ 34％ 19％ 0％ 0％ 

3、工作人員的服務及態度 44％ 34％ 22％ 0％ 0％ 

4、活動整體安排 39％ 44％ 17％ 0％ 0％ 

 

2.參加人員的感想： 

（1）都不錯，很 ok！ 

（2）很好玩，希望明年能再辦。 

（3）希望能公布成績。 

（4）希望以後可以針對原住民學生來舉辦。 

（5）雖然沒有得名，但我覺得可以站在台上就很好了！ 

（6）要提供時間讓參賽者與場佈事前協調，例如：伴奏、調音、人

數、cd 可否播放…等。 

（7）請提供團體組的個人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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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活動名稱：國中原住民學生「青少年小領袖」研習營 

二、活動日期： 96 年 6 月 29、30 日（星期五、六） 

三、活動時數：共二天一夜 

四、參加對象及人次： 

    一、本市各公私立國中原住民籍學生。 

    二、本市各公私立國中學生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者。 

    三、共錄取 35 名，原住民籍學生優先錄取，如有超額由主辦單位甄選之。 

五、活動地點：嘉義縣阿里山鄉鄒族里佳部落 

六、活動內容： 

(一)行程表 

時間 活動 

07：40~08：00 前鎮國中集合點名、出發 

08：00~11：30 前往嘉義縣阿里山鄉 

11：30~12：00 相見歡、開訓典禮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原住民傳統文化與傳承 

14：00~15：00 原住民野外求生體驗（分 A、B兩組）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50 青年小領袖的觀念及責任 

16：50~17：30 營火晚會活動準備 

17：30~19：30 晚餐 BBQ 

19：30~21：00 Ho Hai Yan 晚會 

21：00~22：00 星空夜語~星象觀察 

第一天 

96 年 6 月 29

日(五) 

22：00~ 盥洗 休息  

06：30 起床囉~ 

06：30~07：00 刷刷牙 洗洗臉 

07：00~07：30 晨間活動 做早操 

07：30~08：00 活力有氧早餐 

08：00~09：30 原住民手工藝體驗與運用（分 A、B兩組）

10：00~11：30 阿里山鄉特富野部落參訪（分 A、B兩組）

11：30~13：00 午餐 

13：00~13：30 結訓典禮 

第二天 

95 年 6 月 30

日(六) 

13：30~17：00 平安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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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及來源： 

共計新台幣 13 萬元整，由教育部專案補助 10 萬元，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補助 3萬元。 

八、成效與心得： 

(一)參訪原住民的部落，體驗原住民先民刻苦耐勞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生

活模式與傳統精神。 

(二) 透過戶外活動的設計，培養原住民族學生領導與責任、榮譽的觀念。 

(三)促進原住民族學生對族群之認同和傳承優良的傳統文化。 

(四)研習回饋： 

1.活動滿意度調查： 

滿 意 程 度 

課程名稱 非常

滿意 

滿意 不滿

意 

很不

滿意 

洗愛玉 DIY 37% 63% 0% 0% 
集會所功能解說 30% 63% 7% 0% 
楓林步道巡禮 30% 70% 0% 0% 
部落觀景台參訪 33% 67% 0% 0% 
竹筒飯 DIY 53% 40% 7% 0% 
嗨！摩都布有歡樂晚會 60% 40% 0% 0% 
部落巡禮-鄒族傳統住居導覽 33% 67% 0% 0% 
計畫冒險-野外求生 47% 53% 0% 0% 
水中尋寶 67% 23% 10% 0% 
 

2.參加人員的感想： 

（1）兩天活動，讓我學了很多原住民文化傳統，如果可以的話，希

望下次可能再多有兩、三天。 

（2）可以認識很多原住民朋友，這兩天過得很快樂！ 

（3）很開心能參加這次活動，讓我更進一步認識原住民。 

（4）認識大家很高興，體驗山上生活很棒！ 

（5）這一次活動讓我感受到原住民朋友的熱情，也得到一些非常有

用的知識，認識很多朋友，讓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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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活動名稱：辦理原住民族語認證班 

二、活動日期：96 年 1 月 29 日起至 2月 9日 

三、活動時數：週一至週五每日下午 1：30～5：00 

四、參加對象及人次： 

本市國中三年級原住民學生優先參加，一、二年級原住民學生自由參加。 

五、活動地點：高雄市立前鎮國民中學 

六、實施內容： 

班別名稱 開設班級 每班開課節數 備註 

阿美族族語認證班 2 班 4節×10 天＝40節 

排灣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4節×10 天＝40節 

魯凱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4節×10 天＝40節 

布農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4節×10 天＝40節 

每班學生

20－30

名。 

七、課程內容： 

教育部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委託政大編纂之「九年一貫原住民族

語九階教材」第一階至第三階課程內容。 

七、經費及來源： 

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23,500 元整。 

一、教育部補助 80,000 元整。 

二、由高雄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文化教育—部落大學暨母語教學

計畫業務費—項下支應經費計 43,500 元 

八、成效與心得： 

(一) 預計開辦 5個班次，協助 150 位學生取得相關考試認證合格。 

(二)原住民族語及文化透過有規劃的復育計畫，並藉由教育的歷程，以達

延續傳統文化之目的。 

(三)研習回饋： 

1.活動滿意度調查： 

              滿 意 程 度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不 

滿意 

非常 

不滿意

老師上課的方式 25% 75% 0% 0% 0% 

課程內容的安排 0% 75% 25% 0% 0% 

課程時間的安排 0% 75% 25% 0% 0% 

課程場地的安排 25% 25% 50% 0% 0%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度 25% 50% 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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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參加人員的感想： 

（1）有時候來到這裡感覺很趕，常會遲到，對老師很抱歉!老師很

親切，上課感覺很不錯! 

（2）之前都不會，現在學了有點進步，也有點懂，希望可以更進步! 

（3）時間安排上有點不滿意，因為上午才在學校上輔導課，下午必

須趕來，十分令人感到疲憊! 

（4）老師的教法很能接受，我希望以後除了族語，還可以介紹更多

文化資訊！ 

（5）可以增加上課天數，時間不要太緊湊，一次上太多課，有點無

法吸收。 

（6）來上這個課程可以了解自己族的文化和語言，也很開心可以認

識更多朋友! 

（7）感謝前鎮國中的老師們，和工作人員的辛苦!謝謝!  

（8）可以教比較常用的語言和歌曲教唱，才能跟家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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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活動名稱：第 2 次辦理原住民族語認證班 

二、活動日期： 96 年 11 月 3日起至 12 月 1 日止 

三、活動時數：週六上午 8：00～下午 5：00 

四、參加對象及人次： 

本市高、國中二、三年級原住民學生優先參加，一年級原住民學生自由參

加 

五、活動地點： 

高雄市立前鎮國民中學（南區） 

高雄市立翠屏國民中小學（北區） 

六、開設班別： 

（一）南區：高雄市立前鎮國民中學 

班別名稱 開設班級 每班開課節數 備註 

阿美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排灣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魯凱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布農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每班招收生

20-30 名 

（二）北區：高雄市立翠屏國民中小學 

班別名稱 開設班級 每班開課節數 備註 

阿美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泰雅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卑南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鄒族族語認證班 1 班 8 節×5 天＝40 節 

每班招收生

20-30 名 

七、課程內容： 

日期 上課時間 節數 課目 教學內容 

11/3 

（六） 

08：15 

～ 

11：40 

4 第一階第 1-5 課 

1. 認識字母、發音、拼

音、練習 

2. 聽、說、寫練習 

3. 對話、問答練習 

4. 複習 1～5課 

11/3

（六） 

13：20 

～ 

17：00 

4 第一階第 6-10 課 

1. 認識字母、發音、拼

音、練習 

2. 聽、說、寫練習 

3. 對話、問答練習 

4. 複習 6～10 課 

11/10

（六） 

08：15 

～ 

11：40 

4 複習 and 測驗 

1. 複習 1～10 課 

2. 模擬試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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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六） 

13：20 

～ 

17：00 

4 第二階第 1-5 課 

1. 認識字母、發音、拼

音、練習 

2. 聽、說、寫練習 

3. 對話、問答練習 

4. 複習 1～5課 

11/17

（六） 

08：15 

～ 

11：40 

4 第二階第 6-10 課 

1. 認識字母、發音、拼

音、練習 

2. 聽、說、寫練習 

3. 對話、問答練習 

4. 複習 6～10 課 

11/17

（六） 

13：20 

～ 

17：00 

4 複習 and 測驗 

1. 複習 1～10 課 

2. 模擬試題測驗 

11/24

（六） 

08：15 

～ 

11：40 

4 第三階第 1-5 課 

1. 認識字母、發音、拼

音、練習 

2. 聽、說、寫練習 

3. 對話、問答練習 

4. 複習 1～5課 

11/24

（六） 

13：20 

～ 

17：00 

4 第三階第 6-10 課 

1. 認識字母、發音、拼

音、練習 

2. 聽、說、寫練習 

3. 對話、問答練習 

4. 複習 6～10 課 

12/01

（六） 

08：15 

～ 

11：40 

4 複習 and 測驗 

1. 複習 1～10 課 

2. 模擬試題測驗 

12/01

（六） 

13：20 

～ 

17：00 

4 總複習 and 評量 

1. 第一～三階總複習 

2. 模擬試題測驗 

七、經費及來源： 

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276,000 元整，由教育部及高雄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專案經費支應。 

八、成效與心得： 

(一)預計開辦 8個班次，協助約 200 位學生取得相關考試認證合格。 

(二)原住民族語及文化透過有規劃的復育計畫，並藉由教育的歷程，以達

延續傳統文化之目的。 

(三)研習回饋： 

1.活動滿意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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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程 度 

項目 非常滿

意 

滿意 不滿意 很不滿

意 

非常滿

意 

老師上課的方式 23% 70% 7% 0% 0% 
課程內容的安排 38% 53% 9% 0% 0% 
課程時間的安排 30% 43% 25% 2% 0% 
課程場地的安排 27% 48% 20% 5% 0%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度 23% 52% 25% 0% 0% 
 

2.參加人員的感想： 

（1）非常好玩，可以學習到我所不知道的語言。 

（2）可以認識不錯的朋友。 

（3）如有教原住民舞蹈和歌曲搭配在一起會更好。 

（4）希望能開設在市區，從北高雄跑到南高雄真的很遠。 

（5）希望可以繼續一直上，了解更多原住民文化。 

（6）學生太少，可以再招多一些學生來上自己的族語課。 

（7）時間太緊湊，一次上太多課，有點無法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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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活動名稱：原住民族語教學  

二、活動日期：96 年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三、實施方式： 

一、高雄市依地理環境畫分為南北區，北區翠屏國中、南區前鎮國中成立 

原住民族語教學策略聯盟，推動族語教學。 

二、由原住民學生人數較多的學校，開設原住民族語教學班，採每週兩節

密集式教學，或利用暑假以研習營方式實施。 

四、實施內容： 

一、執行小組成員：南、北區策略聯盟學校教務主任及外聘原住民族語教

學人員，共同規畫課程內容。 

二、教材由本市原住民資源教室前鎮國中統一提供。 

五、課程規劃： 

學校 每週節數 課程內容 備註 

前鎮國中 14 節 
族語教學、原鄉文化新體認、

原鄉歌聲舞影 
2 節/週*7 週 

中山國中 14 節 
族語教學、原鄉文化新體認、

原鄉歌聲舞影 
2 節/週*7 週 

小港國中 14 節 
族語教學、原鄉文化新體認、

原鄉歌聲舞影 
2 節/週*7 週 

興仁國中 14 節 
族語教學、原鄉文化新體認、

原鄉歌聲舞影 
2 節/週*7 週 

楠梓國中 14 節 
族語教學、原鄉文化新體認、

原鄉歌聲舞影 
2 節/週*7 週 

翠屏國中小 14 節 
族語教學、原鄉文化新體認、

原鄉歌聲舞影 
2 節/週*7 週 

六、經費及來源： 

各校補助新台幣共計一萬元整，申請教育部專案補助。 

八、實放成效： 

(一)以多元文化教學之理念，尊重各族群語文，奠定整體社會發展和諧。 

(二)提升原住民族學生對原鄉文化之認同及族群自尊。 

(三)各校辦理時間及方式不一，預期成效較不易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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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計畫名稱：更新原住民互動網站 

二、出版日期：96 年 1 月～96 年 12 月 

三、教材形式：互動式網站 

四、教材內容： 

(一)主題內容：本計畫內容主要分為原住民族資料數位化、互動式資料展

示、常用族語學習、原住民常識測驗四大主題，分述如下。 

1.原住民資料數位化：包含各族的概說簡介、生活文化、地理人口分布、

原族記事與傳說等資訊的蒐集與數位化。 

2.互動式資訊展示：互動式展示的型態包含原住民互動式網站的線上電

子書、線上族語發音及討論區等互動方式，提供參訪者視覺聽覺及突

破時空的網路資料呈現方式。 

3.常用族語學習：網站蒐集各族族語的常用會話並製作語音檔，提供真

人線上發音練習，使瀏覽者能獲得族語的進ㄧ步體驗及學習效果。 

4.原住民常識測驗：網站呈現原住民的相關資訊之外，並提供原住民生

活文化及各族特色的常識測驗。 

(二)網站互動模式： 

1.線上電子書－改善一般網站文章直述的瀏覽方式，線上電子書型態提

供友善的瀏覽介面，營造友善的使用者閱讀環境。 

2.線上族語學習－語言的學習單有拼音音標的注釋不易了解，網站提供

常用族語的發音練習，增加瀏覽者的體驗學習。 

3.原住民常識測驗－透過原住民常識小測驗的方式，引發瀏覽者進ㄧ步

吸收了解有關原住民的知識文化。 

4.討論交流區－網站瀏覽者透過此交流平台，對於原住民文化等相關議

題的討論或相關資源的提供。 

(三)網頁架構： 

1.中心簡介：本中心之發起緣由與計畫 

2.最新消息：中心辦理之原住民活動及本站的最新資訊皆公告於此 

3.法令文件：原住民相關文件檔案及法令放置於此 

4.原民概說：有關各族之簡史文化等資料 

5.族語學習區：互動式族語語音線上學習區 

6.原樣遊戲區：原住民為主題之 Flash 小遊戲 

7.原民圖書區：本中心所有之原住民相關圖書目錄 

8.原樣演藝區：原住民同學之歌謠舞蹈表演影片 

9.活動影片區：本中心辦理原住民各項競賽活動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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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活動相簿集：本中心辦理原住民各項競賽活動之照片 

11.人力資源區：提供有關原住民之人力資源訊息 

12.網網相連：其他相關網站之連結 

六、經費及來源： 

共計新台幣 40,000 元整，申請教育局專案補助。 

七、新增主題內容： 

(一)原住民相關競賽及活動剪影。 

(二)原住民相關網站資源整合及連結。 

(三)原住民族語認證、族語教學等相關資源提供。 

(四)意見交流：留言版交流區。 

八、預期成效： 

(一)透過互動式的展現，提高師生及民眾對原住民族的進ㄧ步體驗。 

(二)運用資訊技術推廣原住民族文化，提高網站品質與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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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前鎮國中原住民語資源中心  

一、計畫名稱：原住民文化藝術創作資源教室 

二、出版日期：96 年 1 月～96 年 12 月 

三、教材形式：資源教室 

四、設置目的： 

(一)提供同級學校教師及學生學習原住民文化之場所。 

(二)傳承及保存原住民傳統技藝。 

(三)蒐集原住民文物、著作、論文並加以彙整。 

六、設置地點：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中學 

七、教材功能： 

(一)支援教師有關原住民民族之教學。 

(二)支援社區推廣原住民文化的教育活動。 

(三)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之課程。 

(四)蒐集學區部落文化與文物資訊，以支援教學。 

八、基本設備內容及用途： 

(一)原住民傳統服飾----教學、展示 

(二)原住民傳統文物----教學、展示 

(三)原住民圖騰工作服----競賽、活動 

(四)除濕機----文物保存 

(五)白板----教學 

(六)音響----教學、表演及活動 

九、經費及來源： 

共計新台幣 10 萬元整，由教育局專案補助 

十、預期成效： 

(一)支援並提供教師有關原住民民族之教學活動及資料。 

(二)提供原住民學生對原鄉文化的認識。 

(三)啟發原住民學生對族群文化的認同感。 

(四)蒐集學區部落文化與文物資訊，作有系統整理以支援教學。 

(五)保存原住民族歌舞風華及傳承教學。 

 


